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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信息时代图书馆阅读服务创新
徐基田
南通市图书馆，江苏 南通 226007
摘要：智能信息时代，社会“信息爆炸、知识匮乏”环境和人类“知识焦虑”需求的巨变，使图书
馆必须进行服务创新。文章试图从阅读的起源与发展探求阅读需求走向，从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馆三
大要素发现创新服务的理论源泉，为阅读服务创新提供思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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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Reading Service Innovation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and Information
XU Ji-tian
(Nantong Library, Nantong Jiangsu 226007, China)
Abstract: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lack of
knowledge” and the great change of “knowledge anxiety” of human needs demand the continuous service
innovation of libraries. This article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trend of reading demand from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eading, discovered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innovative services from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three major elements of libraries, with a purpose to provide thinking direction for reading service
innovation.
Key words: reading; service innovation;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
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特征的智

表、公式等各种信息，并通过大脑进行吸收、加工

能信息时代到来，人类面临着“信息爆炸、知识匮

以理解符号所代表的意思的过程”。通常情况下，

乏”的知识焦虑。图书馆作为知识中心、学习中心

阅读分为狭义阅读和广义阅读。狭义的阅读是指对

和交流中心，唯有进行阅读服务创新，才能应对人

语言文字符号进行解码，以获得作者原意的过程。

们的知识焦虑。近十年，图书馆阅读服务内容丰富

广义的阅读指人们利用各种感觉器官（包括视觉、

多彩，形式灵活多样，阅读推广活动精彩纷呈；但

听觉、触觉）对输入的各种符号系统的信息进行解

图书馆阅读服务的方向不甚明确。本文试图从图书

码和认知的过程。笔者认为，广义的阅读含义更能

馆阅读服务实践中寻找阅读服务创新思维基点，为

体现当下的各种阅读推广工作。

阅读服务提供理论支撑。

1.1 阅读的起源与发展

1 阅读的起源与未来

纵观人类阅读起源和发展的历程，按照符号系

关于阅读的概念，目前无论在学界还是在业界
[1]

统的生产方式和信息形式划分，阅读大概经历了声

都没有一个大家认可的定论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

与影、刀与笔、铅与火、光与电、数与网等 5 个不

释，阅读是一个人依靠脑中的原有知识，主动获取

同的发展时代。

资讯，从文章中建构意义的过程。中国大陆学术界

1.1.1

的定义是“阅读指大脑接受外界，包括文字、图

类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大约发生在距今约 35 000－

声影时代

阅读起源于口语。使用语言是人

50 000 年前。语言的使用是从猿进化到人的重要标
作者简介：徐基田，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服务创新及其

志。类人猿经过千百万年的劳动过程，演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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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成为现代人，与此同时语言也随着劳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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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祖国各地存在着许多语言。如：海南话与闽南

越时空得以传播，人类阅读超越了语言文字符号，

话有类似，在北宋时期，福建一部人移民到海南，

至此人类阅读进入光与电的时代。

经过几十代人后，福建话逐渐演变成不同语言体

1.1.5 数网时代

系，闽南话、海南话、客家话等。语言的产生使人

代，以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及计算机与现代通信

类进入声与影的信息交流时代。

技术相结合的网络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使人类阅

1.1.2

阅读成长于文字。大约在公元前

读走进数与网的时代。计算机应用于管理信息系

3500 年，古埃及人发明和使用象形文字。文字是记

统，使图书馆文献管理与服务告别手工操作，实现

录语言的符号，是人类步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

图书馆自动化；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使馆藏资源

志。文字的创造，使信息传播突破了人的生命界

不再局限于纸质文献，使数字资源成为图书馆服务

限。这一时期出现了泥板文书等原始文献资料，泥

内容之一；网络技术使数字资源服务的时空得以拓

板文书是古代西亚一种刻在泥板上的文字记录。最

展，互联网和移动网络使数字阅读无处不在、无时

初为苏美尔人所采用，后来扩展到伊朗高原以西的

不有。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下，数字阅读和移动阅

广大地区。内容包括各种经济文件、文学作品、法

读成为人们新的阅读方式。阅读的数网时代，颠覆

律条文和宗教典籍等。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及西亚

了传统阅读，也出现了数字时代的媒体、内容、版

地区的重要史料。纸莎草为古埃及人广泛采用的书

权、用户等方面的困境。

写载体，使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

1.2 阅读的未来

刀笔时代

阅读颠覆于网络。20 世纪 60 年

茎制成。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古埃及人就开始使

数字技术是“人类赋能技术”，比印刷技术更

用纸莎草。文字的发明，使人类首次打破时间、空

伟大，它充分调动人类各种感知器官，集合人类脑

间的限制，进行跨越时空的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承；

力，激发人类智能，在更高程度上解放人类自身。

与此同时，文字的创造也界定了狭义的阅读客体——

在数字时代，阅读呈现媒体融合发展，声影光电交

文字。无论是泥板文书还是纸莎草，抑或甲骨文，

互呈现，甚至出现借助智能穿戴设备进行“声影光

都是利用刻刀或者墨水“笔”来进行文献资料生产

电”式阅读。在“信息爆炸、知识匮乏”的知识焦

活动，由此人类进入刀与笔的阅读时代。

虑时代，人类阅读“返祖现象”初现端倪。

1.1.3

2 图书馆阅读服务创新方向

铅火时代

阅读成熟于印刷。美国历史学家

阿尔墨•詹森（Elmer D. Johnson）指出，“印刷术

如今的图书馆处于传统服务与数字服务共存、

的发展，是图书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如果说‘历

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复合发展阶段，如开架借阅、

史’始于文字形成之时，则‘现代史’是始于印刷

延长借还书时间、24 小时借还机、总分馆建设是缩

[2]

术发明之时” 。大约在公元 1040 年，我国开始使

短了读者与书的物理上距离；阅读推广等读者活动

用活字印刷技术。汉朝以前使用竹木简或帛做书写

缩短了图书和读者的心理距离。这些都是围绕媒体

材料，直到东汉（公元 105 年）蔡伦改进造纸术。

融合发展的复合型“大阅读”。

从后唐到后周，雕版刊印了儒家经书，这是我国官

当前图书馆服务正处于创新与变革之中，实践

府大规模印书的开始。约翰•谷登堡发明用活字与机

创新层出不穷，新兴服务纷纷涌现。当下图书馆创

械来印制书籍的方法，他的印刷术使得印刷品变得

新服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在创新服务的背

非常便宜，印刷的速度也提高了许多，印刷量得以

后，应具有创新思维的基石，如工作主线、三大要

增加，使得欧洲文盲大量减少。印刷技术使人类进

素配置、理论根源等。

入纸本阅读时期，是阅读发展的成熟标志。

2.1 图书馆阅读服务创新工作主线——阅读

19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电报、

阅读泛指人们利用各种感觉器官（包括视觉、

电话的发明，电磁波的发现，人类通信领域产生了

听觉、触觉）对输入的各种符号系统的信息进行解

根本性的变革，实现了金属导线上的电脉冲来传递

码和认知的过程。它涵盖文献服务、信息服务以及

信息以及通过电磁波来进行无线通信。电磁波的发

知识服务，具体体现在书报刊阅览、图书外借、缩

现产生了巨大影响，实现了信息的无线电传播，其

微复印、参考咨询、编译报道、情报检索、情报服

他的无线电技术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电报、电

务、定题情报检索以及宣传文献情报知识的专题讲

话、广播和电视的发明和普及应用，声音与影像跨

座、展览服务等 [3] 。这里的阅读是指广义的、泛化

1.1.4

光电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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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本质上是所有进行解码和提升认知的信息

阅读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繁荣的原因之一，

Vol.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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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按需采购”的科学性。

与知识服务都属于阅读。这是媒体融合发展、信息
指数增长时代的大阅读。

Dec. 2017

图书馆服务创新应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
的服务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为先导，以
需求驱动创新，实现读者、馆藏、馆员三大要素优

也是图书馆存在的重要理由。图书馆是人类记忆的

化配置，使各类资源服务于阅读服务工作主线。

承载者，它不仅是个体阅读最普遍最无私的提供

2.3

者，而更重要的，它是跨越时空提供阅读的唯一社

定律

[4]

图书馆阅读服务创新理论根源——图书馆学五

会机构 。无论服务创新的内容如何广泛、形式如

图书馆学五定律指，⑴书是为了用的；⑵每个

何多样，图书馆服务都离不开阅读这一工作主线。

读者有其书；⑶每本书有其读者；⑷节省读者的时

普惠、阅读、创新是未来公共图书馆务必坚守的核

间；⑸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 [6] 。图书馆学

心。公共图书馆更要紧紧抓住阅读这一工作主线，

五定律是对图书馆事业最简明的表述。

立足大阅读服务思维，关注事实、挖掘数据、获取

第一定律阐明了图书馆的性质和任务，指明了

信息、建构知识，耕耘于提升国民认知的阅读服务

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阮冈纳赞详细论述了

创新实践中。阅读是贯穿图书馆事业的工作主线，

图书馆贯彻第一定律应采取的对策和措施：打破传

离开这一主线，图书馆事业将会事倍功半，甚至本

统保存图书习惯的限制，使图书藏以致用；从便于

末倒置、事与愿违。

读者利用藏书的角度来选择馆址；规范和延长开馆

2.2

时间；图书馆设备的添置和安装应有利于读者有效

图书馆阅读服务创新三大要素——读者、馆

藏、馆员

地利用藏书；提高图书馆员的专业水平，改善其工

图书馆阅读服务创新离不开读者与馆员之间的

资待遇，积极针对读者的需要开展个别服务。第二

良性互动。馆员需要研究阅读，更需要了解读者

定律首先要求图书馆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图书馆

（泛指图书馆用户）阅读需求和社会阅读趋向，发

决不应为少数受优惠者所垄断，而要让每个人都享

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服务精神，塑造“敢为

有利用图书馆的平等权利，真正做到书为每个人和

人先”创新意识，以社会需求倒逼服务改革与创

每个人都有其书。第三定律要求为每本书找到其合

新，实现公共文化大发展。同时，馆员也可以通过

适的读者，也就是“为书找人”。节省读者的时间

自身的专业素养引导社会经典阅读，为文化传承发

就是节省社会的金钱，也就是增加社会的财富。第

挥导向作用。

五定律揭示了图书馆就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图

图书馆阅读服务创新离不开馆藏资源建设。馆

书馆是由馆藏、读者和馆员 3 个生长着的有机部分

藏资源不仅包括纸质文献，还有文本、音频、视

构成的结合体。图书馆学五定律是图书馆泛在服务

频、动画等多种形式的数字资源。馆藏建设要围绕

的理论基础，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创新最本质的概

阅读这一主线，不仅关注馆藏资源的系统性、连续

括。

性和完整性，更要重视拟购馆藏资源的利用率。使

3 小结

用量为零的馆藏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阅读服务

图书馆人从未停止过服务创新，实施开架借

创新馆藏体系建设既要凸显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的

阅，延长开放时间，建设总分馆服务体系等。在技

作用，也要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的资源建设，如内蒙

术上先后经历了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古图书馆依据自身馆藏体系合理分配购书经费，除

时期，使图书馆成为不断生长着的有机体，无论是

将 1/3 的购书经费用于保障民族、地方文献收藏体

在传统互联网时代还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图书馆人

系建设外，其余的购书经费用于彩云服务。该举措

都进行着服务创新。传统互联网促使数字图书馆诞

体现了以需求驱动采购，彰显了“读者第一、服务

生，移动互联网使移动图书馆得以实现。在未来的

至上”的服务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

物联网与智慧城市时代，图书馆服务创新将以大阅

“彩云服务”来源于读者决策采购（Patron Driven

读为工作主线，以图书馆学五定律为理论源泉，促

Acquisitions, PDA）即需求驱动采购，这是一种新

进读者、馆藏、馆员三大要素整合与优化，形成结

兴的图书采访模式，指图书馆根据读者需求购入图

构合理、功能完善的阅读服务新模式，造就全面、

[5]

书 ，PDA 实现了读者直接参与馆藏建设，体现了

协调、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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